
 

傑出學業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別 姓名  獲獎內容  

1. 1B  溫綺婷  中一全級第一名  

2.  1A 李啟迪  中一全級第二名  

3.  1B  黃鈺淇  中一全級第三名  

4. 2B  黃海輝  中二全級第一名  

5.  2B  蔡振豪  中二全級第二名  

6.  2A  黎詠琪  中二全級第三名  

7.  3A  莊志達  中三全級第二名  

8.  3A  梁持重  中三全級第三名  

9. 4B  黃管忠  
中四理科全級第一

名  

10.  4B  林錦秋  
中四理科全級第二

名  

11.  4C  翁盛雯  
中四商科全級第一

名  

12.  4D  余永興  
中四商科全級第二

名  

13. 6A  鄭潔婷  
中六理科全級第一

名  

14.  6A  方嘉露  
中六商科全級第一

名  
 

 

 

 

 

 

 

 

 

 

 

 

 



傑出課外活動範疇獲獎同學名單：  

序

號  

班

別  
姓名  獲獎內容  

1. 3A  陳俊堅  第五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校際團體賽總冠軍  

2.  3A 莫嘉裕  第四屆綠色學校獎環保模型創意比賽全場冠軍  

3.  3B 陳易希  
(1) 美國英特爾公司 Intel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工程學二等獎 (2) 中國第十

八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青少年科技創新獎及新苗獎  

4.  3B  盧嘉蔚  第四屆綠色學校獎環保模型創意比賽全場冠軍  

5.  3B 何珮琪  第四屆綠色學校獎環保模型創意比賽全場冠軍  

6.  3C 梁健慶  
(1) 中國第十八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青少年科技創新獎及

新苗獎 (2) 香港運動攀登錦標賽 2004 青少年組冠軍  

7.  3E 關子傑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冠軍  

8.  4B 梁民熊  明愛徐誠斌學院 Super-X 學界精英盃冠軍  

9.  4B 陳軍銘  
(1)颱飩`婊]蘊︾悷婊 A 倅 kl 匹梫膏 q? (2) 香港捷擊跆拳道館第五屆聯校跆

拳道錦標賽男子中學組 2 人套拳冠軍  

10.  4B  梁詠欣  
教育統籌局、香港資訊教育城「青少年自我實踐計劃 ----繪影繪 >聲閱讀分

享比賽」全港中學影像製作組冠軍  

11.  4B 鄭瑩  
教育統籌局、香港資訊教育城「青少年自我實踐計劃 ----繪影繪 >聲閱讀分

享比賽」全港中學影像製作組冠軍  

12.  4B 張偉傑  香港捷擊跆拳道館第五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男子中學組 2 人套拳冠軍  

13.  4C 鄧鍾銘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冠軍  

14.  4C 凌君茹  (1) 第五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校際團體賽總冠軍 (2) 女子單人賽冠軍  

15.  4C 陳雅婷  第五屆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校際團體賽總冠軍  

16.  4D 余永興  明愛徐誠斌學院 Super-X 學界精英盃冠軍  

17.  4D 楊永怡  明愛徐誠斌學院 Super-X 學界精英盃冠軍  

18.  5B 王盛夫  香港捷擊跆拳道館第五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男子中學組單人套拳冠軍  

19.  5B 廖嘉鴻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對外事務部埠際男子手球學界比賽冠軍  

20.  5C 羅文光  
(1) 香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2004 冠軍 (2) 香港業餘籃球總會全港學界三人籃

球賽中學組冠軍  

21.  5C 陳萍凡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青少年賀歲防罪盃籃球邀請賽 2004 冠軍  

22.  5C 陳怡安  第五十四屆英文朗誦節冠軍  

23.  6A 葉浩民  全港學界壘球比賽冠軍  

24.  6A  陳承謙  
香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2004 冠軍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青少年賀歲防罪盃籃球

邀請賽 2004 冠軍  

25.  6A  曾志輝  
香港學界籃球馬拉松 2004 冠軍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青少年賀歲防罪盃籃球

邀請賽 2004 冠軍 香港業餘籃球總會全港學界三人籃球賽中學組冠軍  

26.  6A  陳君譽  香港中小學視覺藝術創作傑出作品獎  



 

有＊號同學獲獎勵津貼境外考察一次及獲贈全年書簿一份 全年獎勵中最少已獲 2 大功或 4 小功的同

學自動進入計分評審階段，最高分數前十名如下：  

序

號  

班

別  
姓名  

獎項類

別  
獎項內容  

27  5B  邱發仁  

大功  SUPER－X 及 Jump Shoot 學界籃球熱身賽(屯門區)冠軍  

大功  屯門區青少年手球比賽冠軍  

大功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男子甲組冠軍 >(五連冠)  

大功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亞軍  

大功  明愛徐誠斌學院 >SUPER-X 學界精英盃冠軍  

大功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青少年賀歲防罪盃籃球邀請賽冠軍  

小功  屯門區學界中學手球比賽男子甲組亞軍  

28  5B  曾偉立  

大功  SUPER－X 及 Jump Shoot 學界籃球熱身賽(屯門區)冠軍  

大功  屯門區青少年手球比賽冠軍  

大功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男子甲組冠軍 >(五連冠)  

大功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亞軍  

大功  明愛徐誠斌學院 >SUPER-X 學界精英盃冠軍  

小功  屯門區學界中學手球比賽男子甲組亞軍  

小功  屯門區學界越野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29  5C 李榮業 

大功  SUPER－X 及 Jump Shoot 學界籃球熱身賽(屯門區)冠軍  

大功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男子甲組冠軍 >(五連冠)  

大功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亞軍  

大功  明愛徐誠斌學院 >SUPER-X 學界精英盃冠軍  

大功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青少年賀歲防罪盃籃球邀請賽冠軍  

小功  元朗盃籃球公開組亞軍  

30  5D  盧昕傑  

大功  SUPER－X 及 Jump Shoot 學界籃球熱身賽(屯門區)冠軍  

大功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男子甲組冠軍(五連冠)  

大功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亞軍  

大功  警務處新界北總區青少年賀歲防罪盃籃球邀請賽冠軍  

小功  季軍  

小功  屯門區學界中學越野比賽殿軍  

小功  學界手球比賽男子甲組亞軍  

31  6A  陳穎琪  

大功  屯門公民教育委員會「關心一代、社區研習」亞軍  

大功     

小功  第三十二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銅獎  

小功  第十八屆屯門區舞蹈比賽銅獎  



小功  學校舞蹈節乙級獎  

小功  風紀隊副隊長  

 

後補名單：  

4B    李志奇   

大功  手球比賽冠軍  

大功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團體賽總冠軍  

小功  屯門區學界中學手球比賽男子甲組亞軍  

小功  屯門區學界中學田徑比賽個人亞軍季軍  

小功  圖書館會長  

4C  吳志威  

大功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三人隊際賽一局最高分  

大功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三人隊際賽亞軍  

大功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團體總冠軍  

3C 陳龍峰  

大功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三人隊際賽一局最高分  

大功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三人隊際賽亞軍  

大功  全港學界保齡球公開賽團體總冠軍  

5C  邱海汶  

大功  屯門區學界中學田徑比賽個人冠軍  

大功  學界體育聯會埠際田徑選拔賽女子跳高季軍  

小功  屯門區學界中學手球比賽女子甲組亞軍  

小功  學界手球比賽女子甲組亞軍  

5B 冼振韜  

大功  
SUPER-X 及 Jump Shoot 學界籃球熱身賽屯門區)

冠軍  

大功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男子甲組冠軍五連冠  

大功  全港學界籃球精英賽亞軍  

 

上述最高分數前五名同學獲獎勵津貼境外考察一次，惟必須於來年在本校就讀，未符合要求的名額

順序由餘下五名同學後補。  
 

 


